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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001）

哲學系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14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0004

圖書資訊學系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20 國文x1.25 英文x1.25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0006

社會學系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22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0026

社會工作學系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22 國文x1.25 英文x1.25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0027

法律學系法學組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31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25  0073

法律學系司法組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31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25  0074

法律學系財經法學組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31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25  0075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002）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11 國文x1.00 英文x1.25 數學乙x1.25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0101

國立中興大學（003）

法律學系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16 國文x1.5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50  0155

國立成功大學（004）

政治學系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27 國文x1.25 英文x1.25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均標) 英文(均標)  0263

法律學系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42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0265

東吳大學（005）

法律學系                   國文 英文 公民與社會 70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0323

國立政治大學（006）

哲學系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22 國文x1.25 英文x1.25 數學乙x1.25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0335

傳播學院不分系社會組  國文 英文 歷史 63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0363

法律學系                   英文 公民與社會 國文 85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0377

高雄醫學大學（007）

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16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0427

中原大學（008）

財經法律學系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23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0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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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009）

哲學系                     英文 國文 公民與社會 17 國文x2.0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75  0501

法律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85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0562

國立清華大學（011）

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25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0570

特殊教育學系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13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0574

國立交通大學（013）

人文社會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21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0715

國立中央大學（016）

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國文 公民與社會 英文 8 國文x1.5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50  1116

中國文化大學（017）

社會福利學系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55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1150

新聞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59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2.00  1201

大眾傳播學系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48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公民與社會x2.00  1205

輔仁大學（020）

新聞傳播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25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1331

法律學系                   英文 公民與社會 國文 42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1374

財經法律學系               英文 公民與社會 國文 22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1375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023）

輔導與諮商系學校輔導諮商組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18 國文x1.75 英文x1.75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1466

輔導與諮商系社區輔導諮商組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10 國文x1.75 英文x1.75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1467

公務與公民教育系公民教育組  公民與社會 國文 英文 10 國文x1.25 英文x1.25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2.00  英聽(B級)1513

公務與公民教育系公共事務組  公民與社會 國文 英文 10 國文x1.25 英文x1.25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2.00  英聽(B級)1514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031）

幼兒教育學系               國文 英文 公民與社會 8 國文x1.50 英文x1.25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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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教育大學（032）

教育學系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14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25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1665

國立臺南大學（033）

行政管理學系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17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1747

國立東華大學（034）

幼兒教育學系               國文 英文 公民與社會 20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2.00  2011

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         國文 英文 公民與社會 15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2013

臺北市立大學（035）

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         國文 英文 公民與社會 14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2.00  2034

國立中正大學（041）

勞工關係學系               英文 國文 公民與社會 16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50  2207

政治學系                   英文 國文 公民與社會 13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50  2210

傳播學系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15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2211

法律學系法學組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18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2216

法律學系法制組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18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2217

財經法律學系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17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2220

世新大學（047）

圖文傳播暨數位出版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28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2554

傳播管理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50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公民與社會x1.00  2562

法律學系                   國文 英文 公民與社會 40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2601

長榮大學（051）

應用哲學系(公共參與組)     國文 公民與社會 英文 5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2740

應用哲學系(社會關懷組)     國文 公民與社會 英文 7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2.00  2741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056）

廣播電視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20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均標) 英文(均標)  英聽(B級)2770

電影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23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均標) 英文(均標)  2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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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暨南國際大學（058）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公民與社會 英文 國文 13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50  2777

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21 國文x1.00 英文x1.25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3000

國立臺北大學（099）

法律學系法學組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26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3131

法律學系司法組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24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3132

法律學系財經法組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25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3133

社會工作學系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22 國文x1.50 英文x1.25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25 國文(均標) 英文(均標)  3146

國立嘉義大學（100）

教育學系(自費)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27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3155

教育學系(公費)-高雄市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2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3156

輔導與諮商學系(自費)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18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3157

輔導與諮商學系(公費)-高雄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1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3160

外語系英語教學組(公費)雲林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1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3173

國立高雄大學（101）

法律學系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26 國文x1.25 英文x1.25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3243

財經法律學系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15 國文x1.25 英文x1.25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3245

慈濟大學（108）

社會工作學系               國文 公民與社會 英文 20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2.00  3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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